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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山地生态恢复与生物资源利用重点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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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实验室资源开发与利用研究简介

生物资源是自然资源的有机组成部分，是生物界中对人类具有现实和潜在价值

的基因（品种）、物种和生态系统的总和，包括植物资源、动物资源、微生物资源

和人类遗传资源，它们是生物多样性的物质体现，是发展生物技术及其产业的基础，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自然界中存在的生物种类繁多、形态各异、分布极其

广泛。据估计，在自然界中实际生活着的生物约有 2000～5000 万种，而目前已经

鉴定的生物物种约有 200万种。近 400年来，人类活动的影响日趋加剧，导致了大

量人为物种的灭绝。因此，如何根据生物资源的特性，合理利用和保护生物资源，

已经成为当前国际科学界密切关注的问题之一。

在中国西南的高山峡谷区存在着大量的优质资源植物。针对资源植物供给与需

求的矛盾日益加剧的问题，20世纪 80年代初以来，重点实验室各研究团组开展了

大量的资源植物收集、保存以及研究开发工作，为四川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植物资

源可持续开发利用和有效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http://www.hudong.com/wiki/%E7%89%A9%E7%A7%8D
http://www.hudong.com/wiki/%E7%A7%91%E5%AD%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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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动态

����气候变暖可能导致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气候变暖可能导致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气候变暖可能导致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气候变暖可能导致青藏高原高寒草甸退化

以气候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引起了显著的全球生态学效应。已有研究表

明，气候变化通过改变环境因子（温度、水分等）直接影响陆地生态系统属性，但

是未见有关升温通过营养级间互作对生态系统功能间接效应的研究。通常认为，高

海拔和高纬度地区植物初级生产随着温度的升高而增加。这是由于这些地区常年较

低的气温限制了植物生长和养分的矿化速率，而全球增温将会减弱这种限制，改善

这些地区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但增温后生态系统内部营养级间的互作也可能导致

相反的结果。

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员课题组李国勇博士等采用开顶箱装置对青藏高原东

部高寒草甸进行了三年的模拟增温实验。调查发现，群落中鹅绒委陵菜（高原鼢鼠

的主要食物之一）的优势度在模拟增温后显著地增加，而其他物种群组的优势度保

持不变或减少；模拟增温后第三年，在增温样地内出现了植物被高原鼢鼠破环的现

象，而对照样地的植物几乎保持完好；增温样地中植物群落地上生物量也明显小于

对照样地，这与前两年研究结果相反。此外研究发现鼢鼠洞穴密度与鹅绒委陵菜在

群落中的优势度和生物量成正相关关系，这同野外调查结果一致。因此，增温样地

内出现的鼢鼠对植物地上生物量下行效应主要是由增温引起的物种组成和群落结

构变化对鼢鼠取食行为上行效应引起的。

这种由于营养级间互作导致的（至少是短期内）生态系统退化提示当前应用物

种-气候模型预测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的影响可能存在缺陷，还说明了在全球增温背

景下进行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的必要性。作者建议利用提升地下水位、人

工种植禾草和适度放牧干扰等管理措施来控制未来暖干化趋势下青藏高原高寒草

甸鼠害的发生。该研究结果已发表在《Journal of Applied Ecology》（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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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呼吸室的测定方法基于呼吸室的测定方法基于呼吸室的测定方法基于呼吸室的测定方法高估高估高估高估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青藏高原高寒草甸土壤

呼吸呼吸呼吸呼吸速率速率速率速率

基于呼吸室的测量技术是土壤呼吸测定中最常见的一种方法。使用该方法时，

为了减小周围环境对土壤呼吸测定的干扰，于每次测量前一段时间（通常为测定前

24小时）将土壤环（PVC 环，直径 10.4cm，高 5cm）打入待测点土壤中 1-2cm，

然后将每个环内所有活的植物地上部分剪除并移出土壤环。这种处理对待测点土壤

呼吸测定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人们不应忽略由于剪草后待测点土壤暴露时间较短

引起的土壤呼吸测定误差。已有研究表明，植物剪除可以通过改变土壤温度和碳含

量影响土壤性质和呼吸。遗憾地是，这些研究结果并不能被用来评价植物剪除对土

壤呼吸测定的影响。一方面，这些研究通常陈述的是植物剪除后的长期影响或者模

拟放牧对土壤碳通量的影响，而没有植物剪除处理短期或瞬时影响的数据；另一方

面，在前期的研究中，不论是剪草样地还是对照样地在测定土壤呼吸前都要进行剪

草移除操作，而剪草的短期影响很难进行直接评价。因此，我们对于剪草处理的短

期影响并不清楚，从而难以确定其在测定过程中是否可以被忽略。

为了调查呼吸室法中剪草处理对土壤呼吸的短期影响，重点实验室孙书存研究

员课题组李国勇博士等采用呼吸室法对川西北高寒草甸土壤呼吸进行了为期一年

的测定。基于土壤呼吸和温度的测量值，建立一个指数方程用来描述两者之间的相

互关系（R2>83%，P<0.001）。与此同时，开展另外一个独立实验监测剪草样地和未

剪草样地（对照）的土壤温度，并分别将上述数据代入该方程，从而得到相应的土

壤呼吸值。通过比较两种样地的土壤温度和呼吸，发现 1）尽管剪草样地和未剪草

样地的日平均土壤温度没有显著的差异，但剪草处理在生长季节使白天温度上升高

达 4.3℃，夜间温度下降 1.4℃；非生长季节白天增温 2.2℃，夜间下降 1.5℃；2）

剪草处理导致高寒草甸土壤呼吸在生长季节被高估 28.6%，在非生长季节高估

21.2%。由于该研究土壤呼吸和温度测量均是在晴天而非多云或雨天下测定的，而

且放牧活动也可能减小剪草处理对土壤温度和呼吸的潜在影响，因此该估算可能与

实际土壤呼吸值存在差异。该项研究结果已发表于《Ecological Research》（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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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对土壤氮及相关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对土壤氮及相关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对土壤氮及相关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对土壤氮及相关

微生物的影响微生物的影响微生物的影响微生物的影响

酚酸类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植物体的一类重要次生代谢产物，具有十分重要的

生理和生态功能，如抵御不良环境、作为生态系统管理指示指标及扮演化感物质角

色等。该类物质对土壤氮循环及其相关微生物的影响过程十分复杂，主要同酚酸类

物质种类、结构以及土壤微生物生理生态学特性有关。当前，关于酚酸化合物对土

壤氮素及其微生物和酶活性的影响研究还不多见。深入研究进入土壤中的酚酸化合

物动态及其对土壤氮素转化的作用机理，有助于实现对土壤氮的健康管理，从而进

一步提高土壤质量与生物生产力。潘开文研究员课题组硕士研究生母容等采用室内

培养法，研究了不同浓度的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对土壤氮素、与氮素

转化相关的微生物和酶的影响。结果表明，10-4mol/L阿魏酸和对羟基苯甲酸使土壤

铵态氮降低了11.18%和10.87%，硝态氮降低了6.33%和3.95%；10-3mol/L阿魏酸、对

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分别使可溶性有机氮降低了6.59%、10.16%和10.39%。阿魏

酸、对羟基苯甲酸及其混合液抑制了氨化细菌、硝化细菌和反硝化细菌的生长，削

弱了土壤脲酶与蛋白酶的活性。混合液对土壤氮素转化的抑制作用最强，表明阿魏

酸和对羟基苯甲酸存在协同作用。阿魏酸和对羟基苯甲酸等酚酸类化合物通过抑制

土壤氮素转化相关微生物及其酶活性，从而对土壤氮素转化过程造成了显著影响。

该研究结果发表在《生态学报》（2011）。

����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对增温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对增温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对增温川西亚高山针叶林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对增温

和施氮的响应和施氮的响应和施氮的响应和施氮的响应

全球气候变暖和氮沉降是目前受到普遍关注的两大环境问题。开展亚高山针叶

林典型林地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对预测未来气候变化

背景下亚高山针叶林生态系统 C、N的源/汇功能具有重要意义。刘庆研究团组采用

红外辐射加热器模拟增温结合外施氮肥的方法，研究了川西亚高山针叶林下土壤化

学特性、有效氮含量以及微生物生物量对夜间增温和施氮的短期响应。结果表明：

在模拟增温试验期 (2009年 4 月–2010年 4月)，空气平均温度和 5 cm土壤平均温

度分别比对照提高了 1.93℃和 4.19℃，增温幅度分别以夏季和冬季最为显著。增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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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壤 pH值、有机碳、全氮和微生物生物量无显著影响。增温在试验前期降低了

土壤 NH4+-N 含量，增加了 NO3–-N 含量，其影响程度随着增温时间的延长而下降。

施氮显著增加了有效氮和微生物生物量氮，降低了土壤 pH值，使土壤表现出明显

的酸化现象。与单独增温和施氮处理相比，增温和施氮联合处理对林下土壤有效氮

和微生物特性有显著的交互作用，显著增加了土壤的有机碳、有效氮及土壤微生物

生物量氮含量，并导致土壤进一步酸化。结果说明，川西亚高山针叶林的土壤有效

氮和微生物特性对土壤氮素状况的变化反应敏感，而林下土壤有效氮和微生物特性

对单独温度升高表现出一定的适应性，但更对增温和施氮双因素结合处理反应敏感

且表现出不同的响应方式。因此，该区域在未来全球变化下氮沉降状况及气候变化

的多因素协同效应值得长期深入探讨。该研究结果发表于《植物生态学报》（2010）。

����模拟升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土壤有机碳氮组分和微模拟升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土壤有机碳氮组分和微模拟升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土壤有机碳氮组分和微模拟升温和放牧对高寒草甸土壤有机碳氮组分和微

生物生物量的影响生物生物量的影响生物生物量的影响生物生物量的影响

陆地生态系统中土壤碳、氮库及组分的动态变化可对生态系统的主要功能、组

成和发展方向产生显著的影响。人类活动干扰以及外界环境条件（如气候变暖）的

变化，均可对陆地生态系统土壤碳、氮库产生影响。定量研究土壤有机碳氮组分，

对于深入理解土壤碳氮过程及其对人为干扰和气候变化的响应是十分必要的。对于

在我国青藏高原分布十分广泛的高寒草甸草地生态系统而言，气候变化和包括放牧

在内的人为干扰是驱动其结构和功能变化的主要因素，两者的效应相互叠加但存在

差异。吴宁研究员课题组王蓓采用 OTCs（Open top chambers）升温以及刈割+粪便

归还的方法，对青藏高原东部高寒草甸土壤有机碳氮组分和微生物生物量对气候变

暖和放牧的响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模拟升温在短期内显著降低土壤活性有机

碳 I、活性有机氮 I和惰性有机碳的含量，而由于粪便归还作用，放牧明显增加土

壤活性有机碳、氮 I的含量。模拟升温和放牧对有机碳、氮组分的作用效应相互抵

消，两者共同作用下有机碳、氮组分仅略有降低。单一的模拟升温或放牧没有显著

改变微生物生物量碳，但是两者共同作用却能够大大增加这种效果。放牧和取样时

间存在着显著交互作用，放牧效应随时间递减。本研究表明，气候变暖对放牧草甸

有机碳、氮组分影响不大；放牧过程中的牲畜粪便归还作用不容忽视。该文将发表

在 2011年 6月的《生态学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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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因型及播种密度对冬小麦分蘖期生长、生物量分基因型及播种密度对冬小麦分蘖期生长、生物量分基因型及播种密度对冬小麦分蘖期生长、生物量分基因型及播种密度对冬小麦分蘖期生长、生物量分

配及产量的影响配及产量的影响配及产量的影响配及产量的影响

小麦(Triticum aestivum)的优质高效生产一般同时受品种（基因型）、环境、栽培

措施及其互作效应的影响。基因型决定小麦的遗传生产力，生态环境质量往往决定

小麦的自然生产力，而栽培措施决定着小麦的追加生产力。在某一地区，优良基因

型，栽培措施（如播种密度）是当前获得小麦高产、稳产的关键因素。因此，明确

不同基因型，播种密度对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的影响，并通过筛选适宜当地栽培优

质品种、调控最佳播种密度等措施，对提高小麦籽粒产量，实现高产目标具有十分

重要的理论和生产实践意义，也是当前区域农业高产优质的一项重要任务。国内外

针对不同品种（基因型）小麦在不同播种密度下的生长与产量性状形成做了大量研

究。研究发现，一般情况下籽粒产量随种植密度增加呈先升高后降低变化。在小麦

基因型产量性状效应研究方面，基因型与环境的互作效应明显小于基因型或环境主

效应，且受试验材料（基因型)与环境差异的影响。上述相关研究为不同基因型播种

密度对小麦生长发育及产量的评价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然而大多研究通常选用小

麦品种单一，对基因型与播种密度及二者互作对小麦生长发育及其经济产量的形成

机制缺乏严格的科学试验性阐述及报道。此外研究发现，不同地区间播种密度对产

量构成因素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加上研究中所用育种材料品种的血缘不同，环境条

件不同，其结论也有所不同，表明基因型和播种量的确定要因地区和品种而异，因

此，确定不同生态区不同基因型品种的最佳播种密度及揭示不同播种密度下小麦产

量的形成与影响机制仍然是当前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

重点实验室包维楷研究员课题组吴晓丽博士通过对基因型及播种密度对冬小

麦分蘖期生长、生物量分配及产量的影响研究发现：生长指标、生物量积累各指标

及籽粒产量均主要受基因型和播种密度互作影响，而成穗数、穗粒数主要受播种密

度的影响，基因型是引起小麦籽粒产量、千粒重及穗长变化的主要因素。白粒三号

和川麦 39最佳播种密度为 315×104 hm-2，籽粒产量达到 5 863.8 kg hm-2、5 882.1 kg

hm-2；西农 2000与陕麦 139产量最佳播种密度为 195×104 hm-2，籽粒产量分别为 6

422.4 kg hm-2 和 7 062.4 kg hm-2。陕西小麦品种籽粒产量高出四川小麦约

12.90%-18.62%。相关分析表明，籽粒产量与成穗数、千粒重呈极显著正相关(r=0.859

7**, r=0.499 3**)，而与穗长、地上部干重及根系长度呈极显著负相关，与穗粒数及

其它生长、生物量指标无显著相关性。结论表明，干旱区小麦在湿润地区种植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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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较大的增产潜力，此外，在生产中应重视基因型和播种密度二者互作所表现出来

的优势。该研究结果发表于《应用与环境生物学报》（2009）。

����岷江干旱河谷岷江干旱河谷岷江干旱河谷岷江干旱河谷 25252525种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种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种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种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

研究研究研究研究

植物根系通过吸收土壤养分及水分形成“土壤-植物-大气”连续体，在生态系统

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森林生态系统 C循环中，细根生产

量占个体的 50%，可消耗 66%的 C同化产物，因此，细根通过调控地上 C同化，

地下 C 释放、转运及贮存来影响土壤净 C贮量，是陆地生态系统 C过程的核心环

节。根系的形态结构、大小、分布范围等直接决定着植物对土壤资源的吸收和利用

能力，同时决定了植物对环境变化的适应性，成为植物地上部分生产力的关键控制

因素之一。尤其在土壤水分和养分贫瘠的环境中，地下竞争是植物竞争的主要形式，

弄清根系功能性状及其相互关系对于了解植物的生理生态特征以及群落和生态系

统结构与功能至关重要。目前，对根系功能性状关系的认识还很有限，现有关于植

物根系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物量分配与垂直分布上，对根系功能性状所知甚少。包

维楷课题组徐琨等对岷江干旱河谷 25种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进行了研究。

结果表明，25种植物最大根深、根幅、总根长和细/粗根生物量比的变异较小，

而根生物量和比根长变异较大。木本植物幼苗的最大根深、总根长、根幅大小都与

草本植物相近，表明不同生活型的植物在发育初期根系建成速率无明显差异。比根

长(SRL)在不同生活型之间有明显差异，草本植物 SRL明显大于木本植物，表明不

同生活型植物根系形态特征如细根或侧根比例，以及组织结构有明显差异。就功能

型而言，25种植物可分为 3个功能组，分别通过较长的资源利用持续时间、较高的

资源利用效率或通过降低自身生理机能适应生存条件。因此，从 25 种植物的生活

型与根系功能型的综合分析来看，以生活型和功能型两种依据的植物分类结果并不

一致。从植物功能型角度来看，我们研究的乔木、灌木、一年生草本及多年生草本

4种生活型在功能上无明显界限，即不同生活型的物种可属于同一功能类型；而生

活型相同的物种根系性状特征可归为不同的功能组。总之，岷江干旱河谷区 25种

植物一年生植株根系的功能性状变异明显，可塑性大，历经长期自然选择而形成不

同的环境适应策略，但生长型并不必然表达出一年生植株根系功能性状差异性。

（编辑：南宏伟、赵春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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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点建设与生态经济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点建设与生态经济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点建设与生态经济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点建设与生态经济

社会效益综合评估项目社会效益综合评估项目社会效益综合评估项目社会效益综合评估项目””””交流会顺利召开交流会顺利召开交流会顺利召开交流会顺利召开

2011年 1月 15日，“成都市退耕还林工程成效监测点建设与生态经济社会效益

综合评估项目”年度中期工作汇报交流会在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召开。成都

市林业和园林管理局造林处处长范国刚等项目依托部门领导、成都生物所潘开文研

究员及其课题组成员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上，李伟博士代表项目组进行了中期工作汇报。自 2010年 5月以来，主要

开展了径流场监测和固定样地本底调查等方面的工作，目前正在进行样品室内分析

测试和数据整理。与会领导对该项目的开展与实施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该项目取

得的成果不仅可为成都市林业产业下一步的发展和生态建设提供完善的科技支撑，

而且能为成都市世界现代田园城市的建设提供有益的参考。同时，在会上还对项目

下一阶段的工作部署提出了意见和建议：一是应重点加强社会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方面的调查；二是应注重学术论文的发表；三是注重信息沟通和宣传力度。

����““““西南亚高山人工云杉林的更新机制及其对全球气西南亚高山人工云杉林的更新机制及其对全球气西南亚高山人工云杉林的更新机制及其对全球气西南亚高山人工云杉林的更新机制及其对全球气

候变化的响应候变化的响应候变化的响应候变化的响应””””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由重点实验室刘庆研究员课题组主持完成的“西南亚高山人工云杉林的更新机

制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获得四川省科技进步二等奖。该研究基于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西南亚高山人工针叶林的更新机制及其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响应”

（30530630），并结合 10年来关于西南亚高山人工针叶林的研究，定量揭示西南亚

高山人工林云杉种群的自然更新动态，探讨了地表微生境异质性对种子萌发、幼苗

存活和定居等更新环节的影响；并在国内首次系统开展了全球气候变化多因子对亚

高山人工林自然更新过程的影响研究，阐明了亚高山森林对全球气候变化的生态响

应与适应。基于更新过程及其影响机制的基础研究撰写的生态公益林可持续经营管

理咨询报告得到了国家的重视；目前，该成果已在川西亚高山林区进行了示范，产

生了良好的综合效益。 （编辑：彭幼红、向双）



Ecores Newsletter 2011 No.1

- 8 -

科苑杂谈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

王王王王 喆喆喆喆

碳水化合物是广泛存在于植物体内的一类重要有机物质，占植物干重的 50%以

上，主要是由植物进行光合作用产生。碳水化合物根据其存在形式的不同分为结构

性碳水化合物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前者包括纤维素、半纤维素、木质素等物质，

主要用于植物的组织构建，形成之后化学性质稳定，在植物新陈代谢方面的作用较

为有限。后者则是而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是参与植物体生命代谢的重要物质，对抵

抗环境干扰胁迫等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是一类对植物代谢过程进行反馈调节的

信号物质。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在植物体内的代谢水平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植物所

处的生长时期及环境条件，同时其动态变化又影响着植物体的生长发育状况及其对

环境的响应。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在生态学研究中的意义是：1.反映植物体在不同

发育时期、处在不同环境胁迫下，碳元素的源-库动态变化情况；2.指示植物生长

状况，有助于增加植株产量、提高源-库器官效率。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主要包括淀粉与可溶性糖类。淀粉是葡萄糖高聚体，是植

物体内养分重要的储存形式。淀粉在源器官通过光合作用由磷酸丙酮在叶片中形

成，夜间光合作用停止淀粉再分解为可溶性糖类运出叶片；在库器官中淀粉则依营

养及繁殖器官的需要而合成或分解。可溶性糖类是植物体新陈代谢可直接利用的糖

类，相对于淀粉作用更加广泛，参与植物细胞的渗透调节。根据性质不同可分为非

还原性糖（蔗糖）和还原性糖（其他小分子糖类），根据其分子大小不同可分为单

糖（葡萄糖、果糖）、二糖（蔗糖、麦芽糖）、三糖（棉子糖）等。自 Dubious 提出

运用苯酚-硫酸法测定可溶性糖类的方法后，50 多年来随着测定手段的不断进步，

对植物糖类代谢进行了较多研究，对蔗糖、淀粉等主要组分化合物代谢过程的基本

途径也有所了解，但对于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在植物体内发挥的作用尚不完全清

楚，研究中的问题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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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关于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对环境的响应机制并不清楚 总体来说，植物非

结构性碳水化合物在生长发育期表现为可溶性糖类含量增高，淀粉等储存物质含量

降低，在生长休眠期则相反；对温度、水分、大气污染、盐离子等胁迫干扰则表现

为可溶性糖类含量增加。然而对不同类群或同一类群不同种类植物的研究结果往往

不同甚至相反，不同植物、不同器官、不同糖类组分对不同生态因子的响应机制有

很大差异，需要更进一步的研究。此外，对于植物糖类物质响应环境变化的原因与

途径也缺乏了解，各组分的生态作用仅仅通过实验结果和已有的细胞学结论进行推

导和猜测，对变化的机制缺少深入细致的研究。

2.2.2.2. 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作为信号物质在生态系统中的作用有待进一步探讨

糖在植物中不仅用于能量代谢，还作为信号分子调控植物的源-库活性。糖信号与

脱落酸、乙烯等植物激素协同作用，调控植物种子萌发、幼苗生长、根和叶的分化、

花芽形成、果实成熟、胚形成和衰老等生长发育过程。尽管蔗糖是光合作用的主要

产物并且是主要的运输物质，但是许多糖信号在生长代谢过程中是通过其水解产物

葡萄糖或果糖进行分配。对酵母遗传研究中的糖类信号通路已有较为清晰的结论，

但由于植物中不同糖信号和代谢产物更加复杂，且信号传导存在源-库相互作用，

因此植物体糖信号的转导途径及交联分子细节尚不明确，对其生态作用也难以进行

更加深入的解释。

3.3.3.3. 对于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的研究方法和技术需要进一步完善 非结构性碳

水化合物相对于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是在代谢活动中可以被利用的部分。然而就非

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本身而言，其不同组分的生物学意义又不尽相同。淀粉虽然可以

分解为葡萄糖，但并不直接参与植物代谢。可溶性糖类是直接参与代谢活动的物质，

但是其内部组分却因为化学性质、分子量大小的不同而又具有不同的功能。例如葡

萄糖、果糖是能量代谢重要的环节，而蔗糖由于性质相对稳定、分子量大运输效率

高而作为糖类的运输物质。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许多研究只测定了植物体可溶性

糖类的含量，并且得出小分子糖类总量动态与环境因子相互关联的结论。这就有可

能导致对单一种类小分子糖作用的混淆和忽略。现在随着研究方法的进步，通过酸

解法、酶解法、色谱法等不同手段可以对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进行更加精确的分析，

结果将会更加可靠，更加全面。

总而言之，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是植物体不可或缺的化学成分，在植物新陈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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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活动中是重要的能量供应、渗透压调节以及反馈调节的信号传导物质。作为生物

体碳素代谢最重要的一部分，对非结构性碳水化合物的研究将有助于解释植物细胞

的能量转化机制，探讨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器官源-库功能转变，归纳不同种类植

物生长代谢的规律并最终阐明植物体中碳素循环的历程与机制。

连作障碍下的土壤微生物研究连作障碍下的土壤微生物研究连作障碍下的土壤微生物研究连作障碍下的土壤微生物研究

王进闯王进闯王进闯王进闯

连作障碍是指同一植物或近缘植物在同一块土地上连续种植以后，即使在正常

管理的情况下，也会产生产量降低、品质变劣、生育状况变差的现象。连作障碍在

某些作物、蔬菜、林木和中药材等植物上存在，是一种很普遍的现象。产生连作障

碍的原因非常复杂，一般认为有土壤板结酸化、土壤养分失衡、土壤次生盐渍化、

土壤中自毒物质积累、土壤微生物区系失衡、土壤根结线虫危害严重等六个方面。

多年来，许多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壤理化性质变化和自毒物质的生理机制上，由于土

壤微生物惊人的丰富度和多样性，目前对土壤生物的障碍机理研究相对较少。随着

研究的深入和分子微生物学的发展，人们打开土壤这个“黑匣子”成为可能，探讨

土壤微生物变化对连作障碍的机理也成为该领域的研究热点。目前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下几个方面：

（1）连作障碍下土壤微生物群落

主要通过提取整个土壤微生物的 DNA和 RNA，利用 PCR-DGGE、T-RFLP、

PLFA 等手段，进行土壤微生物群落和多样性的分析，研究微生物在种群和群落上

的变化情况，从而评价连作障碍条件下土壤的健康状况。

（2）连作障碍下特定功能微生物

通过提取特定微生物如病原菌和有益菌的 RNA，利用 real-time PCR, T-RFLP

等分子生物学手段进行分析，研究连作障碍的土壤有益菌和病原菌的丰度及群落的

动态变化，从而阐明土壤微生物是否因为失衡而造成连作障碍。

（3）长期连作下土壤微生物的变化

研究长期连作下土壤微生物和特定微生物群落的变化，从而分析微生物群落的

进化和演替，明确微生物结构和功能的抵抗力和恢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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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尚存在几个问题亟待解决：

①植物通过什么途径或物质引起了土壤微生物和特定微生物群落变化？

②这些变化是否和病害的发生和植物产量有直接的关系？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利用同位素（SIP）和分子微生物手段结合的方法进行研究。

另外，由于每个分子微生物的优缺点不同，可以采用联合的方法，以获得更为全面

的信息。生物芯片、宏基因组和宏蛋白组的发展成熟，也成为了一个研究热点。

天然产物研究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天然产物研究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天然产物研究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天然产物研究与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

李李李李 甫甫甫甫

天然产物化学在有机化学中属于历史悠久的一门学科，其研究的对象主要为植

物、动物和微生物等生物资源，研究的内容主要为这些生物资源中有机化合物的分

离、纯化、结构鉴定和生源合成途径等。近百年来，天然产物一直是新药开发的源

泉，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天然产物研究增长了人类的平均寿命，提升了人类的生活

品质。然而，近年来随着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破坏，生态环境日益恶劣，造成了

大量自然资源的过度消耗甚至枯竭，不可再生。面对这一严峻的现实问题，天然产

物化学家该如何应对呢？我们认为以下几种研究途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天然

产物研究目前所面临的处境。

1.1.1.1.生物资源的充分开发利用

包括生物资源和化学成分两个方面。现有的生物资源总量是有限的，所以我们

应对其“物尽其用”。然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生物资源浪费现象在现实生活中

随处可见。传统中药厚朴中的主要活性成分是厚朴酚及和厚朴酚，市场需求量很大，

目前其主要来源为厚朴的皮。大量的研究表明每年生的厚朴叶中同样含有大量的厚

朴酚及和厚朴酚，但对厚朴叶开发利用却鲜有报道，这不仅造成厚朴资源的极大浪

费，也对厚朴种植地的安全埋下隐患。众所周知，几乎每种生物都能产生多样化的

次级代谢产物，各有用途。然而，人们对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往往只集中在其中的某

种或某几种化学成分上，其它的成分被作为杂质除去，造成极大的浪费。所以，充

分利用这些“杂质”，变废为宝，开发高附加值产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生物

资源的利用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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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很多物种的濒危和消亡和人类的滥捕、滥伐、滥采有关。许多中药如麝香、野

生甘草等蕴藏量大大减少；云南红豆杉因其含有的紫杉醇具有抗癌作用而濒临灭绝

的边缘。造成这一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人们过于关注眼前利益，追求短期利润的最

大化，而采取了一些短期行为。为了防止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们认为应建立严

格的自然资源保护政策，开发利用野生动植物资源应尽量局限在其可再生部位，如

叶子，皮等。

3.3.3.3.利用生物和化学技术手段进一步增强天然产物结构的多样性

现代基因工程技术的进步也为天然产物化学的发展带来了机遇。药用植物次生

代谢调控的基因工程利用遗传转化技术，通过导入关键酶基因改变或调控植物次级

代谢途径，使植物加强合成或合成某种新的次级代谢产物，得到人们所需要的已知

化合物或结构骨架新颖的化合物。

在利用植物资源过程中经常遇到的一种情况是药用活性成分并不是植物本身

的丰产成分，那么，丰产易得成分的有效利用便是生物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所不可忽

视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化学合成转化的方法和生物技术转化的方法对丰产易

得成分进行结构改造，得到许多自然界本身没有的化合物，丰富天然产物化学的研

究内容。

以上是对天然产物研究与生物资源可持续开发利用模式的一点思考，希望更多

的天然产物化学研究工作者在借鉴国内外先进开发模式的同时，能开创出一条适合

我国国情的研发道路，使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成为可能。

漫谈深海鱼油漫谈深海鱼油漫谈深海鱼油漫谈深海鱼油

罗罗罗罗 艳艳艳艳

深海鱼油是深海鱼类脂肪的提取物，以富含 EPA（EicosapntemacniocAcid，二

十碳五烯酸）、DHA（DocosahexaenoicAcid，二十二碳六烯酸）著称。20 世纪 70

年代，科研人员发现，尽管居住在格陵兰的因纽特人长期以鱼类为食，但当地居民

的心血管病的发生率和死亡率非常低，这与动物性食物易引发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

发生的理论相矛盾。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是鱼类中含有的 n-3（也称ω-3）系的多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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饱和脂肪酸，主要是 EPA和 DHA 保护了因纽特人的血管，因为 EPA、DHA 可以

使血浆中具有抗血栓作用的二十烷酸含量增高，从而减少心血管疾病的发生。这一

报道引发了全球对 EPA、DHA与健康关系研究的高潮。进一步的研究又揭示：EPA

和 DHA 具有独特的促进大脑神经细胞发育的功能，能够改善人的记忆力。深海鱼

油类保健食品就是以此为依据开发出来的。在我国，其市场价从几十元到数百元不

等，还被冠以 “生命之油”、“聪明之油”等美誉。

以往的研究认为，由于富含 DHA 和 EPA，鱼油具有众多功效：（1）增加脑神

经细胞突触、活化大脑神经细胞功能，增强记忆力及理解力，可以改善和预防老年

痴呆症；（2）有助于改善视力，促进婴幼儿的脑和视力发育；（3）有效降低胆固醇

及三酸甘油脂的血中浓度、提高良性胆固醇 HDL 的浓度、抑制血液凝固、防止血

栓症、预防及改善胆固醇在动脉的沉积等作用；（4）提高红血球携氧能力；（5）可

改变 Leukotriene的活性，减少发炎及自体免疫反应的发生；（6）降低癌症的发生几

率。

但事实上，除了对心血管健康的好处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同外，多数结果

只是一些很初步的研究，目前还未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反而有些关于鱼油无效的事

迹见诸报道。例如：最近一个拥有超过 2000名参与者的研究表明孕妇补充 DHA对

其胎儿发育并没有确切的积极因素。

鱼油不稳定，其主要成分 DHA和 EPA很容易受空气、光以及加工过程中的金

属离子影响氧化，而氧化之后生成过氧化物，对人体是有害的。虽然食品工业一直

致力于把 EPA和 DHA 加到常规食品中，但是目前成功的例子还不多见。所以，胶

囊依然是目前补充鱼油最常规的方式。

在美国，由于食用方便，污染风险相对较小（因为重金属沉积在鱼油中的数量

较鱼肉少），鱼油成了相当一部分的人的选择。但是，服用鱼油还是有风险的，这

主要还是来自于污染。例如，最近美国爆出一些品牌的鱼油多氯联苯（PCB）超标。

从保健角度而言，对所有人（包括心血管疾病患者以及孕产妇），吃鱼要比吃

鱼油更好。因为，除了鱼油以外，鱼还提供优质的蛋白质以及维生素、矿物质等微

量元素。而且，其中的饱和脂肪酸很低，这对于心血管健康也有额外的好处。另一

方面，跟碘、维生素这些必须成分不一样，DHA 和 EPA并不是我们人体必须的，

不吃并不会使人生病。但如果长期只摄入单一脂肪酸则可能会造成油脂摄取失衡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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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产生单一脂肪不良反应。此外，大量服用鱼油可能导致凝血困难以及影响免疫能

力，这对于相关的病人可能有影响。

总之，鱼油不能代替药物，即使长期食用最贵的鱼油，其“功效”也不会比经常

吃鱼更好。事实上，每周吃三次鱼，就能基本保证不饱和脂肪酸的摄入。

土壤磁性研究及应用土壤磁性研究及应用土壤磁性研究及应用土壤磁性研究及应用

南宏伟南宏伟南宏伟南宏伟

物质是由原子组成的，土壤磁性之形成主要来源于母岩。待母岩风化后，其风

化壳、碎屑乃至最终发育成的土壤均会继承其磁性，相应的磁性称为原生磁性。而

在土壤形成之后，受到氧化还原环境、有机物等因素影响而附加的磁性称为次生磁

性。磁化率（magnetic susceptibility）是土壤学领域中最重要的磁性参数，它是表征

磁介质属性的物理量，一般反映了土壤中磁性矿物的数量，在数值上等于磁化强度

M与磁场强度 H之比。

磁性参数是宏观上表征矿物或土壤磁性的物理量，种类众多，含义各异，其影

响因素相当复杂。国内外大量实验和资料证明，土壤的磁化性质与母岩及矿物、化

学变化（如氧化还原反应）、土壤质地（粒径、紧实度、孔隙度）、容重、水分、有

机质、土壤 pH值等众多因素相关。由于影响因素众多，关系错综复杂，在研究中

应根据具体的土壤类型及成土环境做详尽分析，以便找出造成磁化率差异的最主要

因素。已有研究多着重于静态条件下某个或某几个因素对土壤或沉积物磁化率的影

响。

最初，应用土壤磁化率方法最成功的是有关古气候的反演（Maher et al. 2003）。

对比研究形同母质起源的土壤时，磁化率可作为土壤形成和发育程度的指标（Natasa

et al. 2004）。当前在此研究领域内，研究对象主要限于地处温带的我国黄土高原和

北美地区（shakov et al. 2006）。

土壤磁化率反映了土壤中磁性物质种类、含量、颗粒大小，可作为土壤发育程

度甚至气候、植物和环境污染的代用指标，还可作为土壤分类和分区上的依据（俞

劲炎等，1982）。此外，它还可反映全球环境变化、气候作用和人类活动等综合信



生态与资源 2011年 第 1期

- 15 -

息。因此，有关土壤磁化率的研究可以应用到土壤污染、土壤侵蚀、水体污染、大

气污染等方面。通过学科的交叉，令其与其它学科相结合，如地质学、岩石学、矿

物学，生物学及环境科学等，使得土壤磁化率研究由静态剖析向动态机理研究、由

微观向超微观发展、由单纯磁测到与其它学科联合统筹分析，最终形成庞大的学科

组。例如，它与生态学及环境科学相结合，可以探索不同生态系统、生态交错带土

壤磁性的空间格局；通过分析不同时空尺度土壤磁性特征，可以探索物质组分及其

相互转化规律、作用机制及环境内涵（杨萍果等，2008）。

土壤结构相当复杂，对其组成的研究对指导农业生产、废物处理、水利工程以

及自然环境保护有着实际意义。土壤磁化率作为一个宏观指标，可以用来描述土壤

显微结构、成分以及物质组成等微观特性。此精细指标的研究往往需借助现代先进

技术和精密磁测仪器。近年来，随着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概念的出现，对自然条件下

和人为作用下农业生态环境中土壤磁化率差距悬殊的形成原因、过程和功能的研究

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

深入地进行土壤磁化率综合研究，对全面了解土壤的生态功能与土地持续利用

是极其重要的。随着土壤磁性学自身体系的完善，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多学科间相互

渗透，其已在土壤矿物学、土壤物理、土壤化学、生物学以及土壤侵蚀、土壤灌溉

与排水等土壤学科领域中显露身手，而且还渗透到第四纪地质、石油、海洋、工矿、

土建直至细胞学、基因工程等相关学科中（Jordanova et al. 2001; Carcaillet et al. 2006;

Hannam et al. 2008）。

土壤微形态学及其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土壤微形态学及其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土壤微形态学及其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土壤微形态学及其在土壤侵蚀研究中的应用

朱国政朱国政朱国政朱国政 南宏伟南宏伟南宏伟南宏伟

土壤微形态学是土壤科学的一个分支，主要是应用显微镜技术研究土壤的微形

态特征和微粒组成，基本任务是将显微镜下观察、描述的土壤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

来说明土壤生成、发育的演变规律（廖超林等，2009）。它是土壤发生发展历史的

集中反映，可以对土壤的组成、土壤中发生的各种过程的化学本质及影响成土作用

发展的各种条件，得出论据充足的概念（曹升赓，1989）。主要研究过程包括采样、

薄片制备（样品的浸渍固化；切片；磨片）、观察和报告编写等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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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壤微形态学最早起源于奥地利学者库比纳使用生物显微镜、偏光显微镜和双

目实体显微镜，借助于微生物学和物相学的方法对土壤生物、结晶形成物、土壤结

构和孔隙的研究中。80年代以来，许多土壤微形态学家在土壤微形态概念和术语的

定型化，垒结分析和描述系统的标准化，微形态单位的定量化等方面作了大量的工

作，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扎实的基础。同时相关研究方法的改进，特别是与

其它方法与手段的结合，如矿物学、生物学方法及超微技术的应用，使土壤微形态

学研究由定性描述向定量分析发展，由静态剖析向动态跟踪发展，由微观向超微观

发展。随着土地资源持续利用概念的出现，对自然条件下和农业生态环境中的土壤

结构的形成过程和功能的研究已成为一个新的热点，土壤微形态学的潜力在于把微

观的结构与宏观的功能联系起来（贺秀斌等，2001）。

土壤微形态作为土壤学的一种研究方法和技术，其应用方面的发展远远超过其

基本理论、概念等的发展，目前已经渗入到不同的研究领域（张保华等，2002）。

当前主要应用领域涉及土壤发生与分类、土壤肥力评价、考古学、古环境和土壤侵

蚀与退化等方面，此外还可被应用于洞穴沉积物、土壤生物活动、土壤化学、根际

系统、工程地质等许多方面（申朝瑞等，2005）。在土壤侵蚀与退化研究领域，许

多学者利用土壤微形态技术获得了众多有价值的研究结论。如何毓蓉等（ 1985，

2005，2008）分别研究了丘陵区退化土壤的微形态特征，并探讨了土壤侵蚀机理及

预防措施；研究了贡嘎山东坡海螺沟地区土壤演化特点和趋势及与生态环境条件演

变的关系；通过调查和研究土壤裂隙与形成特征，证明土壤裂隙是金沙江干热河谷

元谋地区强烈侵蚀和水土流失所特有的成因。东野光亮等（2003）研究表明黄河三

角洲土壤的抗蚀能力较差。夏艳玲等（2005）建立了含 6个微形态特征评价指标、

13个评价因子的指标体系，分析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下土壤微形态特征和土壤结构，

结果显示林地利用方式的土壤质量和土体结构最好。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土壤形态学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应用价值。今后主

要发展方向为（庞奖励等，2008）：不断积累土壤微形态成果资料，加强有关基础

工作研究；进一步解译典型微形态单元的意义；提高对微结构单元厘定的准确度；

加强 GIS 技术与土壤微形态结合的研究。

（编辑：李伟、张林、李忠荣、彭玉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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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报道

编者按：杨玉坡研究员自 2008 年 2 月起一直担任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

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顾问。写下一篇回忆录，谨此怀念伟大的科学家！

追忆杨玉坡研究员追忆杨玉坡研究员追忆杨玉坡研究员追忆杨玉坡研究员

梁梁梁梁 进进进进

杨玉坡，男，汉族，林学家，森林生态学家。1932 年 12 月 25 日生于江苏

省盐城市伍佑镇一个普通知识分子家庭。自 6 岁起在父亲的私塾内读书长达 5

年，对他以后的文字功夫打下了良好基础。1947 年在江苏省立盐城中学学习。

初中毕业后，考取了上海杨思中学高中班。1950 年抱着绿化祖国大好山河的

决心，他考入了前国立中央大学森林系，后改为南京大学农学院，经过 1952

年院系调整，1954 年 3 月提前毕业于南京林学院（现南京林业大学），分配到

林业部调查设计局森林综合调查队，参加当时中苏合作的大兴安岭航空调查

和综合考察工作。杨玉坡的足迹遍及祖国西南、东北和南方的许多林区，也

登临过欧洲阿尔卑斯山和日本富士山，观察了多种不同自然地理条件下的森

林分布特点，他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宽。60 年代以来，他长期坚持在四川西部

天然林区进行森林和迹地生态定位观测以及迹地人工更新技术和模拟天然更

新恢复的研究，并在米亚罗、金川、翁达、凉北等天然林区开展大面积迹地

更新生产试验（会战），系统、全面地积累了丰富的资料，对他以后山地营林

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自 1956 年起他与别人合作，在《林

业科学》等刊物上陆续发表论文。1978 年以前，他在艰苦的环境中坚持业务

学习，不断深入生产实际，开展科学试验研究，发表了多篇有价值的学术论

文、报告和专著，受到林学界的高度赞誉。80 年代以来，他与李承彪等人合

http://baike.baidu.com/view/19208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1.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385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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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发表了《四川森林地理分区》的研究成果，主持了《四川森林》的编著。

他长期在四川进行森林自然更新规律和森林采伐利用方式的深入研究，对四川

高山森林，提出了分区、分带经营和森林经营利用的方式。在长江中上游防护林

研究中，提出了布局、结构、模式、效益、调控等目标，以及“低效防护林”

的新观点。为发展中国生态林业工程技术和四川林业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他亲自主持的长江防护林技术配套研究和生态经济效益监测与评价研究专题，1998

年度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长江上游（川江）防护林研究》专著得到好评。 已

发表论文、报告、专著、译著等共计 126篇。

他从森林调查员、调查队长、课题研究组长、室主任到四川省林业科学

院副院长、院长，四川省林业厅副总工程师，同时还担任国家科学技术委员

会林业专业组成员（1978 年起），1995-1998 年任国家科技奖励林业评审委员

会委员、林业部第三、四届科学技术委员会委员、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

（IUFRO）成员（1979 年起），中国林学会第四、五、七届理事、中国森林生

态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林业出版社特约编审、中国科学院成都分院学术顾问

（1985-1998），四川省科学技术协会第三、四届常委，省林学会第三、四届、

省生态学会第一、二届副理事长、省科技顾问（1983-1994 年）、《林业科学》、

《中国森林》、《中国森林生态系统研究》、《中国农业百科全书 ·林业卷》编委、

《 四 川 林 业 科 技 》 主 编 、 北 京 林 业 大 学 和 南 京 林 业 大 学 博 士 生 导 师

（1992-1994）、四川联合大学（1995 年起）、中南林学院兼职教授（1994 年起）

等职务，获四川省林业科学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研究员）技术职称。 1990

年主持国际林业研究组织联盟山地森林保护与管理学术会议，并主编中、英

文版论文集。2008年 2月起担任生态恢复与生物多样性保育四川省重点实验室学

术委员会顾问。

2011 年 2 月，杨玉坡因病在成都逝世，享年 79 岁。

（编辑：罗艳、张楠楠）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65058.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613874.htm
http://baike.baidu.com/view/254436.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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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 种质资源收集和保存 收集和保存了我国野生蔷薇属资源植物种类的 75％，根

状茎组薯蓣种类的 53%，四川省槭树种类的 61%，沙棘属 13个种；建立了国内最

大的红豆杉专题植物园；建立包括树莓、海棠等在内的其他资源植物引种园；收集

了包括唐古特大黄、黄山药和膜荚黄芪等在内的 20余种有开发价值的药用植物。

2.2.2.2. 规模化繁殖和栽培技术体系 研究了蔷薇属、槭树属、薯蓣属、沙棘属等资源植

物规模化繁殖与栽培技术体系，形成了引种驯化—栽培试验—快速繁殖与规模化栽

培技术—资源原料种植与基地建设。

3.3.3.3. 系统学研究 对 40 余种蔷薇的染色体数目或核型进行了分析，对引种于种质园

的部分种类的形态特征变异进行了初步观察，并发现该属植物在分类学和系统学研

究上存在一定问题，对一些复合体分类的合理性进行了探讨和研究。

4.4.4.4. 资源学研究 对蔷薇属 56 个种类果实主要维生素，35 种蔷薇植物的果实和叶片

主要黄酮甙元含量进行了测定，发现一些种类叶片总黄酮含量高达 3％以上，比沙

棘和银杏叶片的含量高 3-4 倍，具有较高的开发利用前景。从绢毛蔷薇、腺梗蔷薇

等中果实中分离鉴定出多种黄酮甙成分和三萜类化合物。

（编辑：周志琼、庞学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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